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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1.Q1」為資料來源。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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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456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尼陀那目得迦攝頌一卷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尼陀那五十二頌。

目得迦四十八頌。

大門總攝頌曰：

初明受近圓，　次分亡人物，
圓壇并戶鉤，　菩薩像五門。

別門初總攝頌曰(此有十事，盡不截皮)：

近圓知日數，　界別不入地，
界邊五眾居，　不截皮生肉。

第一子攝頌曰：

近圓男女狀，　非近圓為師；
難等十無師，　莫授我七歲。

第二子攝頌曰：

日數每應知，　告白夜須減；
六日十八日，　說戒不應頻。

第三子攝頌曰：

界別不告淨，　亦不為羯磨；
乘空不持欲，　解前方結後。

第四子攝頌曰：

不入界捨界(出放光說二頌)，　樹界有世尊；
不越及可越，　羯磨者身死。

第五子攝頌曰：

地牆等秉事，　結界無與欲；
但於一處坐，　得為四羯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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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子攝頌曰：

大界兩驛半，　下水上山顛；
異見明相過，　五眾受七日。

第七子攝頌曰：

五眾坐安居，　親等請日去；
於經有疑問，　求解者應行。

第八子攝頌曰：

假令不截衣，　有緣皆得著；
衣可隨身量，　若短作篅衣。

第九子攝頌曰：

不畜五種皮，　由有過失故；
開許得用處，　齊坐臥容身。

第十子攝頌曰：

生肉及諸醋，　有五種不同；
痔病爪不傷，　迴施知希望。

別門第二總攝頌曰：

分亡及唱導，　張衣授學人；
重作收攝驅，　求寂同牆上。

第一子攝頌曰：

分亡者衣物，　互無應互取；
見鬪應須諫，　隨頭向處分。

第二子攝頌曰：

唱導乘與車，　得衣應舉掌；
僧伽獲衣利，　凡聖可同分。

第三子攝頌曰：

有張有不張，　有出有不出；
若在於界外，　聞生隨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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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子攝頌曰：

授學等不秉，　作法不成訶；
十二人成訶，　不淨犯根本。

第五子攝頌曰：

更應重作法，　勿使求寂行；
守護善用心，　見處離聞處。

第六子攝頌曰：

收攝於界內，　於眾心降伏；
截柱及門框，　尼等同驅擯。

第七子攝頌曰：

破戒應驅逐，　伏處亦皆除；
惱俗應收謝，　餘眾咸同此。

第八子攝頌曰：

與求寂令怖，　為受成近圓；
五法成就時，　五夏離依去。

第九子攝頌曰：

同分非同分，　有齊限及無；
有覆無覆殊，　名一種便異。

第十子攝頌曰：

不牆上行法，　非於一二三；
不對破戒人，　不取授學欲。

別門第三總攝頌曰：

圓壇求寂墮，　一衣烟藥器；
鐵椎髮及門，　不應隨鐵作。

第一子攝頌曰：

圓壇及天廟，　兩驛半依止；
無鉢不度人，　鉢等不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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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子攝頌曰：

求寂墮鉢破，　開餘存念者；
作二種薰籠，　并隨所須物。

第三子攝頌曰：

一衣不互作，　澡浴可遮人；
於褥不剃頭，　病人隨服食。

第四子攝頌曰：

烟筒壞色衣，　鼻筒飲水器；
針筒非寶物，　眼藥合并椎。

第五子攝頌曰：

藥器及氍毺，　承足枮瀉藥；
苾芻不應作，　當擇死人衣。

第六子攝頌曰：

鐵椎并杵杓，　身自不負擔；
以食供父母，　毛毯不充衣。

第七子攝頌曰：

髮爪窣覩波，　任作鮮白色；
隨意安燈處，　一畔出高簷。

第八子攝頌曰：

門戶并簷屋，　及以塔下基；
赤石紫礦塗，　此等皆隨作。

第九子攝頌曰：

不應以橛釘，　及昇窣覩波；
開許金銀花，　塔上以舍蓋。

第十子攝頌曰：

鐵作窣覩波，　及以金銀等；
許幡旗供養，　并可用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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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門第四總攝頌曰：

戶鐶隨處用，　霑衣大小便；
染衣揁認衣，　賒衣果無淨。

第一子攝頌曰：

戶鐶倚帶網，　取米為眾食；
寺內作私房，　居人應受用。

第二子攝頌曰：

隨處當用物，　營作人所須；
器具食燈油，　隨施主應用。

第三子攝頌曰：

令雨霑僧物，　夜半共分床；
小座並依年，　敷席咸同此。

第四子攝頌曰：

大小便利處，　經行不惱他；
洗足及拭鞋，　釜篦不奪用。

第五子攝頌曰：

染釜及水瓶，　僧鉢并飲器；
刀石爪鼻物，　支床不問年。

第六子攝頌曰：

羯恥那衣揁，　絣線正縫時；
染汁雜物等，　用時不應奪。

第七子攝頌曰：

外道覆認衣，　作記死時施；
有五種親友，　得法獨應行。

第八子攝頌曰：

賒取他衣去，　及為他和市；
不高下買衣，　應二三酬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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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子攝頌曰：

果園差修理，　四種不應分；
果熟現前分，　觀時莫諠戲。

第十子攝頌曰：

無淨人自行，　自取不應食；
不選開其病，　結界證耕人。

別門第五總攝頌曰：

菩薩像供養，　吉祥大眾食；
大會草稕居，　集僧鳴大鼓。

第一子攝頌曰：

聽為菩薩像，　復許五種旗；
為座置尊儀，　鐵干隨意作。

第二子攝頌曰：

供養菩薩像，　并作諸瓔珞；
塗香及車輿，　作傘蓋旗幡。

第三子攝頌曰：

吉祥并供養，　花鬘及香合；
諸人大集時，　晝開門夜關。

第四子攝頌曰：

大眾集會食，　薜舍佉月生；
香臺五六年，　並應為大會。

第五子攝頌曰：

大會為草稕，　不應雜亂坐；
應打揵稚鼓，　告時令普知。

第六子攝頌曰：

集僧鳴大鼓，　供了去幢幡；
若多獲珍財，　隨應悉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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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門總攝頌曰(目得迦四十八頌)：

最初為懺謝，　第二定屬物，
第三資具衣，　目得迦總頌。

別門第一總攝頌曰：

懺謝草田中，　合免王影勝；
糖酥根等聽，　狗肉盞甘蔗。

第一子攝頌曰：

懺謝非近圓，　觀求寂相貌；
苾芻與尼法，　若互秉皆成。

第二子攝頌曰：

草田村略說，　生心褒灑陀；
賊縛不同愆，　六開僧教罪。

第三子攝頌曰：

合免者應放，　穿渠遣眾行；
一日至四旬，　皮肉皆不淨。

第四子攝頌曰：

影勝王床施，　王母物入僧；
烏燕鶴鷲雕，　苾芻不應食。

第五子攝頌曰：

狗肉不應噉，　并食屍鳥獸；
及以同蹄畜，　亦不食獼猴。

第六子攝頌曰：

小盞及衣角，　皮葉等有過；
除其鐵一種，　餘物任情為。

第七子攝頌曰：

甘蔗酪肉麻，　藥有四種別；
大麻蔓菁粥，　根等粥應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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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子攝頌曰：

開許沙糖飲，　得為七日藥；
生心為五事，　益彼應共分。

第九子攝頌曰：

醫教應服酥，　油及餘殘觸；
并開眼藥合，　除十為淨厨。

第十子攝頌曰：

根莖葉花果，　皆應淡酒浸；
水攪而飲用，　并許其異食。

別門第二總攝頌曰：

定物有主處，　須問憍薩羅；
從像豫先差，　大減會尼眾。

第一子攝頌曰：

定物不應移，　莫拾賊遺物；
屍林亦復爾，　隨許並應收。

第二子攝頌曰：

有主天廟物，　苾芻不應取；
看病人不應，　勸他捨法服。

第三子攝頌曰：

物須問施主，　眾利可平分；
二大合均分，　餘眾應加減。

第四子攝頌曰：

憍薩羅白疊，　佛子因飡麨；
室利笈多緣，　廣論營造事。

第五子攝頌曰：

從像入城中，　受吉祥施物；
旗鼓隨情設，　苾芻皆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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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子攝頌曰：

豫先為唱令，　五眾從行城；
應差掌物人，　尼無別輪法。

第七子攝頌曰：

應差分物人，　上座宜准價；
不得輒酬直，　索價返還衣。

第八子攝頌曰：

寺大減其層，　將衣者應用；
恐怖若止息，　准式用僧祇。

第九子攝頌曰：

若有大聚會，　鳴鼓集眾僧；
眾大別為行，　檢校人先食。

第十子攝頌曰：

凡於尼眾首，　應安一空座；
為待餘苾芻，　孤苦勿增價。

第三別門總攝頌曰：

資具衣愚癡，　若差不用俗；
正作長者施，　剃刀窣覩波；
飯酪葉承水，　及洗鉢等事；
此之十二頌，　總攝要應知。

第一子攝頌曰：

十三資具物，　牒名而守持；
自餘諸長衣，　委寄應分別。

第二子攝頌曰：

癡不了三藏，　此等十二人；
失性復本時，　訶言應採錄。

第三子攝頌曰：

若差十二人，　斯語成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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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時言我俗，　此不成近圓。

第四子攝頌曰：

不用五種脂，　隨應為說戒；
因億耳開粥，　王田眾應受。

第五子攝頌曰：

俗人求寂等，　並不合同坐；
兩學有難緣，　同處非成過。

第六子攝頌曰：

正作不令起，　隨年坐染盆；
應共護僧園，　勿燒營作木。

第七子攝頌曰：

長者所施物，　問已應留舉；
隨處莫廢他，　洗身方入寺。

第八子攝頌曰：

剃刀并鑷子，　用竟不應留；
便利若了時，　無宜室中住。

第九子攝頌曰：

窣覩波圍繞，　廣陳諸聖迹；
濁水隨應飲，　若醎分別知。

第十子攝頌曰：

餅酪等非污，　亦可內瓶中；
洗足五種瓨，　齊何名口淨。
葉手承注口，　多疑流鉢中；
舉糧持渡河，　縱觸非成過。
洗鉢應用心，　他觸問方受；
換食持糧等，　無難並還遮。

別門第四總攝頌曰：

與田分不應，　赤體定物施；
僧衣字還往，　甘蔗果客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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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子攝頌曰：

與田分相助，　車船沸自取；
鳥[嘴-角+鳥]蠅無慚，　制底信少欲。

第二子攝頌曰：

不應令賊住，　及以黃門等；
乃至授學人，　行籌破僧眾。

第三子攝頌曰：

不赤體披衣，　冒雨向厨內；
便利宜縫補，　和泥福久增。

第四子攝頌曰：

定物施此中，　不應餘處食；
若有將去者，　並須依價還。

第五子攝頌曰：

僧衣題施主，　別人施私記；
氍氀許別人，　尼夏應修理。

第六子攝頌曰：

若還往衣物，　送來應為受；
為眾取他財，　將眾物還價。

第七子攝頌曰：

甘蔗等平分，　不應分口腹；
四事無分法，　臥具夜不行。

第八子攝頌曰：

果由藥叉施，　淨之方受食；
餘者為漿飲，　不燒地燈臺。

第九子攝頌曰：

客舊宜詳審，　授受分明付；
五開應總閉，　肘短可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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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子攝頌曰：

裙及僧脚欹，　香泥污衣洗；
取食除多分，　須知十種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尼陀那目得迦攝頌一卷

大唐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四月壬午朔十五日景申三藏法師大德沙門義淨宣釋梵本并綴文

正字

翻經沙門吐火羅大德達摩秫唐證梵義

翻經沙門中天竺國大德校努證梵義

翻經沙門罽賓國大德達摩難陀證梵文

翻經沙門淄州大雲寺大德慧沼證義

翻經沙門洛州崇光寺大德律師道琳證義

翻經沙門福壽寺寺主大德利明證義

翻經沙門洛州太平寺大德律師道恪證義

翻經沙門大薦福寺大德勝莊證義

翻經沙門相州禪河寺大德玄傘證義筆受

翻經沙門大薦福寺大德律師智積證義正字

翻經沙門德州大雲寺寺主慧傘證義

翻經沙門西涼州白塔寺大德慧積讀梵本

翻經婆羅門右驍衛翊府中郎員外置宿衛臣李釋迦讀梵本

翻經婆羅門東天竺國左屯翊府中郎將員外置同正員臣瞿金剛證譯

翻經婆羅門東天竺國大首領臣伊舍羅證梵本

翻經婆羅門東天竺國左執戟直中書省臣度頗具讀梵本

翻經婆羅門龍播國大達官准三品臣李輸羅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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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國公臣韋洰源等，及修文館學士

二十六人同監

判官朝散大夫行著作佐郎臣劉令植，使金紫光祿大夫行祕書監檢校殿中監兼知內外閑

厩隴右三使上柱國嗣虢王臣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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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TA 贊助資訊 (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

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

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

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 (單次 / 定期定額) 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 ，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

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５３８８１１

戶名：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

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17

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creditcard.php
http://www.cbeta.org/donation/creditcard_doc.zip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

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

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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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aypal.com/xclick/business=donation@cbeta.org&item_name=Chinese+Buddhist+Electronic+Text+Association+(CBETA)&page_style=Primary&no_shipping=2&return=http%3A//www.cbeta.org&cancel_return=http%3A//www.cbeta.org&tax=0&currency_code=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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